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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我的眼睛一睁开" 以孩子的
眼睛注视这个世界#以童稚的心灵
感受这个世界# 使得这个世界呈现
出一种与成人眼中迥然不同的情致
盎然$妙趣天成的面孔% 其中#快乐
的日子都被做成了油汪汪$ 香喷喷
的腊肉保存起来# 不快乐的日子则
被折成了那种重机头$窄机身$飞行
能力超强的小飞机#用力一掷#即飞
得无影无踪% 作者以书中有趣的故
事告诉我们# 童稚世界里所包涵的
&真'和&趣'#其实正是我们已经丢
弃了很久# 却又在寻找的生活#当
然#也只有小孩子#才能够帮助我们
找回那个已然消失的世界# 让我们
重新过上单纯$快乐的日子(

&妈妈叫我小秒针# 因为我动
个不停#每秒都在动% '爱动的小秒
针总是有着许许多多令大人们匪
夷所思的举动#有着各种各样的奇
思妙想% 他曾经迷上过木头#想长
大后做一名植物学家#住在大森林
里#每天跟树讲话)他喜欢做梦#以
为床就是造梦机#能够把人运到各

个不同的世界去#造出各种各样的
像爆米花一般#香香的$美美的$甜
甜的$热乎乎$蓬松松的美梦)他以
为每一座商城都是一个孤儿院#所
以他每次去商场# 都会想办法让父
母帮他领养一个玩具孤儿回来)他

每每从外面回家# 口袋里总是满满
装着一个魔幻世界*小石子$瓶盖$

冰棒棍$槐树籽儿$螺帽$裂了口的
笔管++在小秒针眼中# 家其实就
是一个巨大的迷宫# 虽然抓狂的老
妈总是在不停地收拾# 但他却总能
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发现不可思议的
东西)而墙壁不仅有性别#甚至还有
性格#比如#书房的墙壁是男性#因
为他的心肠很硬# 花房的墙壁是女
性# 因为她是粉红色的# 而且很害
羞% 小秒针眼中的世界就是这般的
有情有趣#且充满了奇幻色彩#只是
他始终不明白#&为什么妈妈明明很
凶#逼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#让我不
开心#却说是为了我好, '

余光中先生说*&每个人的童
年未必都像童话#但是至少该像童
年% '每一个正常的孩子都曾经有
过许多很幼稚$很古怪$甚至很&愚
蠢'的经历#不要问为什么#孩子的
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#这是童年值
得珍惜的原因#也是人生最大的快
乐之源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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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别以为你有格调" 的书名对
我来说#比!格调"更有吸引力% 取
其字面意思#就是要指出你沾沾自
喜的外表下存在的种种不合规范
处或者简言之#纰漏% 我品咋着书
名#已经觉得为自己的行为是否适

当找到了一把非常对路的卡尺%

读这本书# 我的最大感触是仿
佛在与一个温良谦恭却又理智的长
者聊天# 这位长者已经走过了丰富
而精彩的大半生# 积累了许许多多
颇有成效的人生经验%而此刻#他正
毫无保留地将这些闪烁着智慧光芒
的经验和盘托出%

他告诉我#每一个人都生活在
一个相互交流$ 相互沟通的世界
里#不要把自己与周围的一应事物
隔绝开来#友善地对待别人#因为
你不是这个星球上仅有的人#并且
当你随心所欲做出不良的行为举
止时# 不仅仅是你表现得粗鲁#而
且你会面临危险% 如果恰好相反#

你是一个热心友善的人#就要提醒
自己#在帮助别人时千万不要过分
热情# 好心办坏事同样让你很难
堪% 现在的人们在交流的时候#总
是很难保持平稳的心态#尤其当意
见不合时# 动不动就剑拔弩张#蒂
姆-冈恩提醒我们# 抗议和温和反
抗有它们的专门时间#而在一些日
常的小事中#为什么不尝试着让它
们大显身手#大多数时候#锱铢必
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#选择高

姿态才会让你感觉更好%

当然你也许会说#上述这些问
题似乎和时尚不搭调% 别急#作者
在第!堂课&这世界不欠你什么'中
让我见识了时尚如果没有充盈的
为人处世做基础#将会给人们造成
多大的威胁%安娜-温图尔#大名鼎
鼎的!时尚"杂志主编#!穿普拉达
的女魔头" 的女主角的角色原型#

这位个性冷漠$苛刻的时尚教母在
观看彼得-桑的时装秀后# 因为不
愿意与众人共乘一部货梯#而由她
的保镖们双臂交叉搭成消防锁的
姿势将她抬下五楼#并直接抬进她
的车里% 而她的同事# 美国版
!"#$%&"前总编安德列-莱昂-塔
利则在休息室中被人用一条半透
明的理发围兜围着#被人喂着葡萄
和奶酪# 就像一只尚在巢中的小
鸟%这些时尚界炙手可热的人物的

糗事被毫无遮拦地曝了出来%但作
者只不过想善意地提醒人们#注意
一下时尚应该扎在怎样的根基上%

看完这本书后#我想说尽管书
的内容和书名并不是十分契合#但
是它给了我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
机会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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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一家电视台曾做过一期题为
!凌晨四点半"的专题节目#内容讲的
是#在一个普通的凌晨四点半#哈佛图
书馆内#已经坐满了静静看书$认真做
笔记$积极思考问题的哈佛学子++

哈佛的学生餐厅#很难听到说话
的声音#每个学生端着比萨可乐坐下
后# 往往边吃边看书或是边做笔记%

哈佛的医院#同样的宁静#同样的不
管有多少在候诊的人也无一人说话#

无一人不在阅读或记录% 医院仍是图
书馆的延伸% 于是#哈佛大学培养了'

位总统#()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#数
以万计的企业精英%

哈佛究竟靠什么打造这些精英的
呢, 哈佛的教育究竟有那些不为人知
的秘密,!哈佛凌晨(点半"从哈佛所具
备的精神和气质出发# 从培养青少年
的品质切入#从理想志向$习惯$性格$

情商等方面引导青少年走向卓越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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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多数人# 抱着清醒游离戏谑的
心来过生活#把激荡闳阔留给艺术%希
望两者间有分明的壁垒# 然而终于还
是理想% 譬若文字# 总带着经验的轨
迹% 它们多半关乎人事# 或许大开大
阖#或许只是一波微澜%但总是留下烙
印#或深或浅#忽明忽暗%提醒的#是你
的蒙昧与成长#你曾经的得到与失去%

笔录成书# 是一种胶着也算是对于记
忆的信心%人生的过往与流徙#最终也
会是一出戏% 导演是时日#演员是你%

©î##Í�$

ïÙ#ÎÏ *

µ¶#ÐÑ%&'

一个家庭三代父子的故事#呈现
出来的却是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
印的中国式父子关系% 父亲与爷爷之
间超现实的距离和沉默#&我'与父亲
之间的朋友关系与挑战式的对抗#

&我'与儿子之间的亲密与互动% 这是
一支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父子变奏曲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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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三点多一个顾客也没有
的酒吧#傍晚的香港北角长凳上消
磨时间的陌生青年#凌晨地铁站出
口偶遇的路人#马路上一寸一寸移
动步履的老伯#日常的脸孔#日常
的声音#日常的剧情#这些我们早
已视而不见的日常生活#在黄灿然
的笔下获得极其精准生动的表呈#

恰如黄灿然钟爱的沃尔科特形容
菲利普-拉金的那句话#&他发明了
一个缪斯#她的名字是庸常'%

是的#庸常#这个如空气般不
为人注意的客观存在#在这本!奇
迹集" 中奇迹般地获得某种赋形%

从物质层面而言#这种赋形是给予
日常生活一种纸面的呈现#一次刹
那的留影% 比起那些动辄要动用全
部精力和理解力来阅读的现代诗#

这些对于庸常的描绘同时也使诗

歌本身反转过来获得一种庸常的

感觉% 当艾略特慨叹&我已经用咖

啡勺量出了我的生命'# 黄灿然至
多&在想自己好久没发愁了'#在前
者那里#诗人的生命与其说是由咖
啡勺量出的#毋宁说即便连生命的
计算# 诗人都必须显得与众不同#

哪怕他声称只是借助最普通不过
的咖啡勺#而后者猛然憬悟到自己

好久没发愁了#原来是因为&天天
工作#把愁都忘了'#这大概是我们
都能感受到的情绪吧%

黄灿然是否要成为大诗人#我
不确知% 但至少我在他的诗歌中从
未读到大诗人的作态#他不必我们
仰望% 他只是居住在生活本身中#

和我们一起站在生活的横道线旁#

不试图站在我们身前#充当领导人
的角色% 他需要的只是将&我'化身
融入在不同的角度#又或是将不同
的角度化融为一个&我'#自在地出
入万事万物% 然而这不代表他没有
自己#失去自己% 没有干扰#让黑夜
无限延长'#但&我'的灵魂告诉我#

&这是个奇迹#你闯不进去'% 我们
总有很多时候无意间踏入他人的
生活#我们也总不时设想自己成为
另一个人#但我们终究明白我们成
不了他或她#哪怕他或她的生活看
来那么简单那么普通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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